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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民生新规11月起施行

个人信息安全有了专门法律保护

过了重阳便作
寒。11月起，一批关系
到社会民生的重要新规开
始施行。从守护个人信息
安全到保障农民工工资
……法治的阳光，为你送
来缕缕温暖。

进博会不仅有商品贸易，还有服
务贸易。不仅是“买买买”，还承担着
中外人文交流的功能。首次设立的
文物艺术品专区，不仅让进博会颜值
更高，内涵也更加丰富。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刘

福学之前表示，第四届进博会将在服
务贸易展区重点打造文化板块，让这
个高含金量、高附加值的产业，在进
博会平台上实现更高价值、释放更大
能量。

今年前三季度，上海自贸区艺术

品进出境货值达78亿元，同比增长约
250%。从自贸区到进博会，上海正积
极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和艺术品交易，
加快建设国际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

“我们希望带到进博会的这些作
品，不但能够匹配到藏家，还能够促

进各国的文化艺术交流，带动中国艺
术品市场的繁荣。”英国合旎艺术中
国区负责人郑妍的话，代表了各方的
共同愿望。

（据新华社上海10月31日电 记者
何欣荣 桑彤 周蕊）

颜值更高 内涵更丰富

进博会首设文物艺术品专区，为观众带来视觉盛宴

大师作品云集 还能免税交易
张大千的《味江》、莫

奈的《小艾莉的海角》、贾
柯梅蒂的《戴亚高的半身
像》……近日，在上海自贸
区外高桥保税区，一批中
外艺坛巨匠的人物画、风
景画和雕塑通过开箱查
验，即将亮相第四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

进博会首次在服务贸
易展区设立文物艺术品专
区，既为观众带来一场视
觉盛宴，也将促进全球文
化交流互动，推动中国文
化艺术品产业发展。

一幅被木箱包装严实的世界名
画，被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推进上
海国际艺术品保税服务中心仓库。
这幅世界名画是莫奈创作的《小艾
莉的海角》。在正式亮相进博会之
前，艺术品会被保存在这里。

拥有近 300 年历史的艺术与
奢侈品平台苏富比，已确定首次
参展进博会。其精挑细选的 5件
艺术名家杰作，包括莫奈、夏加
尔、贾柯梅蒂、草间弥生和张大千
的作品。

进博局授权招展合作伙伴、上
海外高桥集团副总经理胡环中介
绍，目前已有英国、西班牙等11个
国家和地区的20家境外机构确认
参加第四届进博会的文物艺术品专
区，佳士得、苏富比、富艺斯等世界
重要拍卖行首次集中参展。这些艺
术机构共申报展品178件，申报总
货值23.5亿元。

高冷的艺术杰作，缘何出现在热
闹的进博会场馆？这背后是一系列
的政策突破和服务模式创新。

2020年10月，财政部、海关总署
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规定
在第三届进博会展期内，每个展商销
售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类展品，可
享受5件以内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

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税收优惠政策。
上海自贸区国际文化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蒋名未介绍，进博会参
展方可享受到由保税服务中心提供的
文物艺术品流通全链条一站式服务，
并由自贸区落实“5件免税”政策；展期
内未产生交易的文物艺术品，还可获
得展后保税仓储、展示和交易服务。

“文物艺术品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行业，对环境和安保都有较高要求，高
端的画廊、艺术机构、拍卖行一般不会
参与全行业类型的展会。”上海自贸区
文投公司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陈恒
说，帮助海外艺术机构更好地适应进
博会“游戏规则”，招展方制作了专门
的招商手册，同时为每家参展机构建

立档案库，做到全流程追踪和可溯源。
目前，草间弥生的大型雕塑作品

《南瓜》已运抵第四届进博会场馆内，
成为首件入驻的保税展示艺术品。
工作人员介绍，这件作品打包重量
1320千克。到了进博会后，“大南瓜”
需要专人看护，“非常期待这只‘南
瓜’在进博会上正式亮相的那一天”。

推动贸易便利化 提供一站式服务

从张大千到莫奈
从佳士得到苏富比

《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自11
月9日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消防技术
服务行业组织不得从事营利性社会消防技
术服务活动，不得从事或者通过消防技术
服务机构进行行业垄断等。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当对服务情况作
出客观、真实、完整的记录，按消防技术服务
项目建立消防技术服务档案。消防技术服
务机构不得转包、分包消防技术服务项目。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违规行为给他人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经维护保养
的建筑消防设施不能正常运行，发生火灾
时未发挥应有作用，导致伤亡、损失扩大
的，从重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记者白阳）

规范
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

明确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数据
杀熟、滥用人脸识别技术……自11月1日
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正
式施行，全方位保护你的信息安全。

本法明确，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
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
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个人
信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
策，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
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对于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
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
者，本法特别规定了其需要履行的义务，如
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制度体系，定
期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接受
社会监督等。

全方位保护
个人信息安全

《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
定》自11月1日起施行，有望破解工程建设
领域的农民工欠薪问题。

规定明确了工资保证金的全国统一
规范，规定工资保证金按工程施工合同额
（或年度合同额）的一定比例存储，原则上
不低于1%，不超过3%。对施工合同额低
于300万元的工程，且施工总承包单位在
签合同前一年内承建的工程未发生工资
拖欠的，由各地区结合实际，确定相应的
工程免于存储工资保证金。

施工总承包单位所承包工程发生拖欠
农民工工资的，由人社部门依法作出责令
限期清偿或先行清偿的行政处理决定。工
资保证金接受人社部门监管，除用于清偿
欠薪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

工资保证金解除
农民工“后顾之忧”

为进一步加大助企纾困力度，自11月
1日起，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可缓缴税款，至
明年1月申报期结束。

具体措施包括：对今年四季度制造业
中小微企业实现的企业所得税和国内增
值税、国内消费税及随其附征的城市建设
维护税，以及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和合
伙企业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不含其代扣代
缴的个人所得税）实行阶段性税收缓缴。

对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下的制造
业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其实现的税
款全部缓税；对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至4
亿元的制造业中型企业，实现的税款按
50%缓税，特殊困难企业可依法特别申请全
部缓税。为纾解煤电、供热企业经营困难，
对其今年四季度实现的税款实施缓缴。

制造业中小微企业
可缓缴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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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新增
3例本土确诊病例

新华社呼和浩特10月31日电（记者王春燕
侯维轶）记者从10月31日下午召开的内蒙古自治
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获悉，31日0
时至12时，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无新增新冠肺炎疑
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
例，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例（均在阿拉善
盟额济纳旗），本土确诊病例治愈出院8例。

截至31日12时，内蒙古自治区现有境外输
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例；本土确诊病例160例
（呼和浩特市土左旗2例、新城区1例，锡林郭勒
盟二连浩特市15例，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1
例，阿拉善盟额济纳旗140例、阿拉善左旗1例）、
疑似病例1例（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所有病例
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所有密切接触者均在指
定场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严防疫情扩散蔓延。

截至31日12时，内蒙古累计排查密切接触
者3778人，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5119人，全
部落实隔离管控措施。

额济纳旗已于31日6时启动第八轮全员核
酸检测。二连浩特市正在进行第七轮核酸检测。
呼和浩特市完成重点区域第二轮大规模核酸检
测，结果均为阴性。

截至30日24时，额济纳旗通过铁路、公路等
方式累计转运滞留游客9114人。仍有300多名
游客因各种原因滞留，额济纳旗已成立专班保障
他们的日常生活。

为有效快速阻断疫情传播渠道，哈尔滨市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发布公
告，请广大市民群众非必要不离哈，确需离哈的，
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凭健康码绿码
通行，并全程做好个人防护。

图为10月31日，在哈尔滨一出城口，工作人
员核验司乘人员的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和健康码。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哈尔滨：非必要不离哈

《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
工资保证金规定》自 11 月 1
日起施行

规定明确了工资保证金
的全国统一规范，规定工资
保证金按工程施工合同额
（或年度合同额）的一定比例
存储，原则上不低于1%，不超
过3%。

自11月1日起，制造业中
小微企业可缓缴税款，至明年
1月申报期结束

对今年四季度制造业中
小微企业实现的企业所得税
和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及
随其附征的城市建设维护税，
以及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和
合伙企业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实行阶段性税收缓缴。

《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
规定》自11月9日起正式施行

规定明确，消防技术服务
行业组织不得从事营利性社
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不得从
事或者通过消防技术服务机构
进行行业垄断等

自 11 月 1 日起，《中华
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
法》正式施行

明确不得过度收集个人
信息、大数据杀熟、滥用人脸
识别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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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交所发布
基本业务规则及细则
11月15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姚均芳 刘
慧）10月30日，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发布上市与
审核4件基本业务规则及6件配套细则和指引，
上述业务规则自11月15日起施行。

这4件基本业务规则包含上市规则和3件
审核规则，即发行上市审核规则、再融资审核规
则和重组审核规则。

从本次发布的业务规则看，其中，公开发行
并上市方面，总体平移精选层晋层标准作为上
市条件，保持包容性和精准性。同时，落实注册
制试点要求，明确了交易所审核与证监会注册
的衔接分工，组建上市委员会。余股配售由“按
时间优先”调整为“按申购数量优先，数量相同
的时间优先”，缓解投资者集中申购压力。

上市公司融资并购方面，构建了普通股、优
先股、可转债并行的多元化融资工具体系。在发
行机制上明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需由证券公司
保荐承销，明确了主承销商在发行定价、发售过
程中的责任，同时引入了竞价发行机制。

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方面，制度要求与现行
上市公司主要监管安排接轨，不再实行主办券
商制度，由保荐机构履行规定期限的持续督导；
同时充分考虑创新型中小企业的经营特点和发
展规律，强化公司自治和市场约束。

上市规则还明确了上市负面清单中未按期披
露定期报告的影响期要求，即申报前36个月内未
按规定披露年度报告、中期报告的，不得在北交所
发行上市。新三板挂牌期间依法实施的股权激励
可在北交所上市后继续实施，限售、行权等安排保
持不变。

此外，记者从证监会获悉，证监会10月30日
发布并实施修订后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为北
交所作为公司制证券交易所的运行提供上位法依
据，明确有关监管安排。

江西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
和4例无症状感染者

新华社南昌10月31日电（记者闵尊涛 赖
星）10月31日晚，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最
新疫情，31日0时至18时，江西省报告新增本土
确诊病例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例。

据通报，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现住九江市柴
桑区八里湖，为上饶市铅山县确诊病例林某某的密
切接触者，10月29日从铅山乘车返回九江，10月
31日经核酸检测复核为阳性，已转至定点医院隔
离治疗。新增4例无症状感染者，均为铅山县确诊
病例林某某的密切接触者，10月31日经核酸检测
复核为阳性，已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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